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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焚化炉，

包括炉体和控制器，炉体内从下到上依次设有废

料室、炉篦、炉膛、二次燃烧室和烟气处理室，炉

篦与炉体的内壁固定连接，炉篦上设有点火组

件，烟气处理室上方设有烟气处理组件，烟气处

理室一侧设有过滤组件，过滤组件一端贯穿至炉

体外部与一号风机相连通，一号风机连接有排烟

管，炉体一侧设有进料装置，进料装置贯穿炉体

至炉膛内部，炉体远离进料装置的一侧还设有进

风组件，进风组件分别与炉膛和二次燃烧室内部

相连通，炉体上对应废料室的位置设置有排料

口，排料口上设有排料门，排料门与炉体之间铰

接，进料装置和进风组件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本发明有效的提高了除硫效果，可降低有毒有害

烟气的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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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焚化炉，其特征在于：包括炉体(1)和控制器，所述炉体(1)内从

下到上依次设有废料室(2)、炉篦(3)、炉膛(4)、二次燃烧室(5)和烟气处理室(6)，炉篦(3)

与炉体(1)的内壁固定连接，炉篦(3)上设有点火组件(31)，烟气处理室(6)上方设有烟气处

理组件(7)，烟气处理室(6)一侧设有过滤组件(8)，过滤组件(8)一端贯穿至炉体(1)外部与

一号风机(13)相连通，一号风机(13)连接有排烟管(14)，炉体(1)一侧设有进料装置(9)，进

料装置(9)贯穿炉体(1)至炉膛(4)内部，炉体(1)远离进料装置(9)的一侧还设有进风组件

(10)，进风组件(10)分别与炉膛(4)和二次燃烧室(5)内部相连通，炉体(1)上对应废料室

(2)的位置设置有排料口，排料口上设有排料门(11)，排料门(11)与炉体(1)之间铰接，进料

装置(9)和进风组件(10)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气处理组件(7)包括连通室

(72)和多个雾化喷头(71)，多个雾化喷头(71)均设于烟气处理室(6)内部的顶壁上，连通室

(72)设于炉体(1)外部顶端，多个雾化喷头(71)上端均贯穿至炉体(1)外部与连通室(72)相

连通，连通室(72)一侧通过连通管(73)连通有搅拌缸(74)，搅拌缸(74)内放置有石灰浆液，

搅拌缸(74)的上方安装有二号电机(75)，二号电机(75)的输出端贯穿至搅拌缸(74)的内部

连接有搅拌桨(76)，搅拌缸(74)的一侧连通有补给管(77)，烟气处理室(6)内靠近排烟管

(14)的一侧设有除尘器(78)，连通管(73)上还设有电磁阀(79)，电磁阀(79)与控制器电性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组件(8)一端与烟气处理

室(6)内部相连通，过滤组件(8)包括依次设置的干燥层(81)、活性炭吸附层(82)和HIMOP过

滤层(8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装置(9)包括进料斗(91)、

进料口(92)和出料口(93)，出料口(93)设于进料斗(91)的底部且与炉膛(4)内部相连通，进

料口(92)设于进料斗(91)远离出料口(93)的一端，进料口(92)处设有用于密封或开启进料

口(92)的一号翻转门(94)，出料口(93)处设有用于密封或开启出料口(93)的二号翻转门

(95)，一号翻转门(94)包括隔热活板门(941)和驱动隔热活板门(941)的一号驱动器(942)，

隔热活板门(941)与进料斗(91)的顶端铰接，二号翻转门(95)包括导热活板门(951)和驱动

导热活板门(951)的二号驱动器(952)，导热活板门(951)与进料斗(91)的底端铰接，一号驱

动器(942)和二号驱动器(952)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进料斗(91)的上端还连接有二号风机

(96)，二号风机(96)连接有热气管(97)，热气管(97)远离二号风机(96)的一端贯穿至炉体

(1)内部且与烟气处理室(6)相连通，进料斗(91)的底端还连通有垃圾渗滤液引出管(98)，

垃圾渗透液引出管(98)下端连接有垃圾渗透液储存箱(99)。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活板门(951)上还设有多

个传热孔。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91)与垃圾渗滤液引出

管(98)之间还设有网板(91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炉膛(4)上方设有隔板(41)，隔

板(41)上中心位置处固定安装有一号电机(42)，一号电机(42)外罩设有保护罩(43)，一号

电机(42)的输出端连接有转轴(44)，转轴(44)上固定安装有螺旋搅拌叶(4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组件(10)包括给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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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一次进风管(102)和二次进风管(104)，给风部(101)的输出端与一次进风管(102)和

二次进风管(104)相连通，一次进风管(102)的输出端贯穿炉体(1)至炉膛(4)内部，给风部

(101)与一次进风管(102)之间设有一次进风阀门(103)，一次进风阀门(103)与控制器电性

连接，二次进风管(104)的输出端贯穿炉体(1)至二次燃烧室(5)内部，给风部(101)与二次

进风管(104)之间设有二次进风阀门(105)，二次进风阀门(105)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炉膛(4)和二次燃烧室(5)内均

设有温度检测器(12)，温度检测器(12)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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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焚化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焚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焚化炉。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是一种常见的处理垃圾的方法，由于垃圾用焚烧法处理后，减量化效果

显著，节省用地，还可消灭各种病原体，将有毒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物。垃圾焚烧时会产生

烟气，烟气中含有有毒气体，所以需要烟气处理装置对燃烧的烟气进行处理。

[0003]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垃圾焚烧烟气处理装置结构复杂，且功能单一，对烟气的喷淋

效果不是很好，喷淋的溶剂不够均匀，也不能对烟气中的有害气体以及杂物进行过滤处理。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以上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焚化炉，以

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焚化炉，

包括炉体和控制器，所述炉体内从下到上依次设有废料室、炉篦、炉膛、二次燃烧室和烟气

处理室，炉篦与炉体的内壁固定连接，炉篦上设有点火组件，烟气处理室上方设有烟气处理

组件，烟气处理室一侧设有过滤组件，过滤组件一端贯穿至炉体外部与一号风机相连通，一

号风机连接有排烟管，炉体一侧设有进料装置，进料装置贯穿炉体至炉膛内部，炉体远离进

料装置的一侧还设有进风组件，进风组件分别与炉膛和二次燃烧室内部相连通，炉体上对

应废料室的位置设置有排料口，排料口上设有排料门，排料门与炉体之间铰接，进料装置和

进风组件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烟气处理组件包括连通室和多个雾化喷头，多个雾化喷头均设于

烟气处理室内部的顶壁上，连通室设于炉体外部顶端，多个雾化喷头上端均贯穿至炉体外

部与连通室相连通，连通室一侧通过连通管连通有搅拌缸，搅拌缸内放置有石灰浆液，搅拌

缸的上方安装有二号电机，二号电机的输出端贯穿至搅拌缸的内部连接有搅拌桨，搅拌缸

的一侧连通有补给管，烟气处理室内靠近排烟管的一侧设有除尘器，连通管上还设有电磁

阀，电磁阀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组件一端与烟气处理室内部相连通，过滤组件包括依次设置

的干燥层、活性炭吸附层和HIMOP过滤层。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进料装置包括进料斗、进料口和出料口，出料口设于进料斗的底部

且与炉膛内部相连通，进料口设于进料斗远离出料口的一端，进料口处设有用于密封或开

启进料口的一号翻转门，出料口处设有用于密封或开启出料口的二号翻转门，一号翻转门

包括隔热活板门和驱动隔热活板门的一号驱动器，隔热活板门与进料斗的顶端铰接，二号

翻转门包括导热活板门和驱动导热活板门的二号驱动器，导热活板门与进料斗的底端铰

接，一号驱动器和二号驱动器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进料斗的上端还连接有二号风机，二号

风机连接有热气管，热气管远离二号风机的一端贯穿至炉体内部且与烟气处理室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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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斗的底端还连通有垃圾渗滤液引出管，垃圾渗透液引出管下端连接有垃圾渗透液储存

箱。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导热活板门上还设有多个传热孔。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进料斗与垃圾渗滤液引出管之间还设有网板。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炉膛上方设有隔板，隔板上中心位置处固定安装有一号电机，一号

电机外罩设有保护罩，一号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转轴，转轴上固定安装有螺旋搅拌叶。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进风组件包括给风部、一次进风管和二次进风管，给风部的输出端

与一次进风管和二次进风管相连通，一次进风管的输出端贯穿炉体至炉膛内部，给风部与

一次进风管之间设有一次进风阀门，一次进风阀门与控制器电性连接，二次进风管的输出

端贯穿炉体至二次燃烧室内部，给风部与二次进风管之间设有二次进风阀门，二次进风阀

门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炉膛和二次燃烧室内均设有温度检测器，温度检测器与控制器电

性连接。

[0014]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烟气处理组件可以对烟气进行均匀喷射，有效的提高了除硫

效果；过滤组件可以对烟气中的有害气体以及杂物进一步过滤处理，避免有毒气体排放后

造成环境污染；垃圾在炉膛内受到搅拌，能有效避免垃圾堆积成块，避免垃圾燃烧不充分的

现象，从而可降低有毒有害烟气的产生量。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对本说明书附图所表达的内容及图中的标记作简要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其中，1、炉体，2、废料室，3、炉篦，4、炉膛，5、二次燃烧室，6、烟气处理室，7、烟气处

理组件，8、过滤组件，9、进料装置，10、进风组件，11、排料门，12、温度检测器，13、一号风机，

14、排烟管，31、点火组件，41、隔板，42、一号电机，43、保护罩，44、转轴，45、螺旋搅拌叶，71、

雾化喷头，72、连通室，73、连通管，74、搅拌缸，75、二号电机，76、搅拌桨，77、补给管，78、除

尘器，79、电磁阀，81、干燥层，82、活性炭吸附层，83、HIMOP过滤层，91、进料斗，92、进料口，

93、出料口，94、一号翻转门，95、二号翻转门，96、二号风机，97、热气管，98、垃圾渗滤液引出

管，99、垃圾渗透液储存箱，910、网板，941、隔热活板门，942、一号驱动器，951、导热活板门，

952、二号驱动器，101、给风部，102、一次进风管，103、一次进风阀门，104、二次进风管，105、

二次进风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所涉及的各构件的形状、构

造、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位置及连接关系、各部分的作用及工作原理、制造工艺及操作使用方

法等，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以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发明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

整、准确和深入的理解。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焚化炉，包括炉体1和控制器，炉体1内从下到上

依次设有废料室2、炉篦3、炉膛4、二次燃烧室5和烟气处理室6，炉篦3与炉体1的内壁固定连

接，炉篦3可供垃圾焚烧残留物漏出到废料室2内，炉篦3上设有给垃圾点火的点火组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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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处理室6上方设有烟气处理组件7，烟气处理组件7用于对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进行处

理，防止烟气直接排出焚烧炉对大气的污染，烟气处理室6一侧设有过滤组件8，过滤组件8

用于将经烟气处理室6处理后的烟气进行过滤，过滤组件8一端贯穿至炉体1外部与一号风

机13相连通，一号风机13连接有排烟管14，一号风机13用于将过滤后的烟气抽出，炉体1一

侧设有进料装置9，进料装置9贯穿炉体1至炉膛4内部，进料装置9用于给炉膛4内送入垃圾，

炉体1远离进料装置9的一侧还设有进风组件10，进风组件10分别与炉膛4和二次燃烧室5内

部相连通，炉体1上对应废料室2的位置设置有排料口，排料口上设有排料门11，排料门11与

炉体1之间铰接，排料门11打开可以清理废料室2内的焚烧过后的残余物，进料装置9和进风

组件10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20] 烟气处理组件7包括连通室72和多个雾化喷头71，多个雾化喷头71均设于烟气处

理室6内部的顶壁上，连通室72设于炉体1外部顶端，多个雾化喷头71上端均贯穿至炉体1外

部与连通室72相连通，连通室72一侧通过连通管73连通有搅拌缸74，搅拌缸74内放置有石

灰浆液，经过雾化喷头71雾化的石灰浆液在喷雾干燥塔中与烟气接触，石灰浆液与SO2反应

后生成固体反应物，搅拌缸74的上方安装有二号电机75，二号电机75的输出端贯穿至搅拌

缸74的内部连接有搅拌桨76，搅拌缸74的一侧连通有补给管77，补给管77用于给搅拌缸74

内添加石灰浆液，烟气处理室6内靠近排烟管14的一侧设有除尘器78，除尘器78用于吸收烟

气中的飞灰以及烟气中的物质和石灰浆液反应生成的固体反应物，连通管73上还设有电磁

阀79，电磁阀79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0021] 过滤组件8一端与烟气处理室6内部相连通，过滤组件8包括依次设置的干燥层81、

活性炭吸附层82和HIMOP过滤层83。干燥层81内填充有硅胶干燥剂，吸附烟气中的水汽；

HIMOP过滤层83，采用多晶复合改性沸石(HIMOP)可有效分解烟气中的污染物，如甲醛、氨

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化氢等。

[0022] 进料装置9包括进料斗91、进料口92和出料口93，出料口93设于进料斗91的底部且

与炉膛4内部相连通，进料口92设于进料斗91远离出料口93的一端，进料口92处设有用于密

封或开启进料口92的一号翻转门94，出料口93处设有用于密封或开启出料口93的二号翻转

门95，一号翻转门94包括隔热活板门941和驱动隔热活板门941的一号驱动器942，隔热活板

门941与进料斗91的顶端铰接，隔热活板门941采用隔热材料可以隔除炉膛4内的热量，二号

翻转门95包括导热活板门951和驱动导热活板门951的二号驱动器952，导热活板门951与进

料斗91的底端铰接，导热活板门951采用导热材料制成，一号驱动器942和二号驱动器952均

与控制器电性连接，炉膛4内垃圾燃烧产生的热量对导热活板门951上的垃圾进行烘干，向

进料斗91内倒入垃圾时，控制器控制一号驱动器942打开隔热活板门941，垃圾进入进料斗

91内暂存在进料斗91内，当完成倒入垃圾工作后，一号驱动器942驱动隔热活板门941翻转

而使进料斗91内密封，垃圾在进料斗91内进行预热，将进料斗91内的垃圾倒入炉膛4内时，

控制器控制二号驱动器952打开导热活板门951，使得垃圾掉入炉膛4内，当完成倒入垃圾工

作后，二号驱动器952驱动导热活板门951翻转而使进料斗91密封，进料斗91的上端还连接

有二号风机96，二号风机96连接有热气管97，热气管97远离二号风机96的一端贯穿至炉体1

内部且与烟气处理室6相连通，二号风机96抽取烘干垃圾后的热气通过热气管97排放到烟

气处理室6内部，进料斗91的底端还连通有垃圾渗滤液引出管98，垃圾渗透液引出管98下端

连接有垃圾渗透液储存箱99，垃圾渗透液引出管98用于收集水分较大的垃圾中渗出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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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0023] 导热活板门951上还设有多个传热孔，炉膛4内垃圾燃烧产生的热气穿过传热孔对

进料斗91内的垃圾进行烘干。

[0024] 进料斗91与垃圾渗滤液引出管98之间还设有网板910，网板910用于防止体积较小

的垃圾从进料斗91落入垃圾渗滤液引出管98内。

[0025] 炉膛4上方设有隔板41，隔板41上中心位置处固定安装有一号电机42，一号电机42

外罩设有保护罩43，保护罩43用于隔热，一号电机42的输出端连接有转轴44，转轴44上固定

安装有螺旋搅拌叶45，螺旋搅拌叶45搅动被焚烧的垃圾，使其充分氧化燃烧，从而能有效避

免垃圾成堆、燃烧不充分的现象，可降低有毒有害烟气的产生量，同时当垃圾从进料斗91进

入炉膛4内时，螺旋搅拌叶45可以使得垃圾变得松散，转轴44和螺旋搅拌叶45均采用耐热材

料。

[0026] 进风组件10包括给风部101、一次进风管102和二次进风管104，给风部101的输出

端与一次进风管102和二次进风管104相连通，一次进风管102的输出端贯穿炉体1至炉膛4

内部，给风部101与一次进风管102之间设有一次进风阀门103，一次进风阀门103与控制器

电性连接，控制器通过控制一次进风阀门103控制进入炉膛4内的热风，一次进风管102通入

高温空气，高温空气使得垃圾基本点燃，使得炉膛4内的垃圾燃烧充分，二次进风管104的输

出端贯穿炉体1至二次燃烧室5内部，给风部101与二次进风管104之间设有二次进风阀门

105，二次进风阀门105与控制器电性连接，控制器通过控制二次进风阀门105控制进入二次

燃烧室5内的热风，二次进风管104通入高温空气，进行最后的燃烧，使得二次燃烧室5内的

垃圾燃烧充分。

[0027] 炉膛4和二次燃烧室5内均设有温度检测器12，温度检测器12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温度检测器12用于实时监测炉膛4和二次燃烧室5内的温度，以便达到更好的燃烧效果。

[002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向进料斗91内倒入垃圾时，控制器控制一号驱动器942打开隔

热活板门941，垃圾进入进料斗91内暂存在进料斗91内，当完成倒入垃圾工作后，一号驱动

器942驱动隔热活板门941翻转而使进料斗91内密封，垃圾在进料斗91内进行预热，将进料

斗91内的垃圾倒入炉膛4内时，控制器控制二号驱动器952打开导热活板门951，使得垃圾掉

入炉膛4内，当完成倒入垃圾工作后，二号驱动器952驱动导热活板门951翻转而使进料斗91

密封；

[0029] 控制器通过控制一次进风阀门103控制进入炉膛4内的热风，一次进风管102通入

高温空气，高温空气使得垃圾基本点燃，使得炉膛4内的垃圾燃烧充分；

[0030] 控制器通过控制二次进风阀门105控制进入二次燃烧室5内的热风，二次进风管

104通入高温空气，进行最后的燃烧，使得二次燃烧室5内的垃圾燃烧充分。

[0031] 燃烧后的烟气进入烟气处理室6内，二号风机96抽取烘干垃圾后的热气通过热气

管97排放到烟气处理室6内部，经过雾化喷头71雾化的石灰浆液在喷雾干燥塔中与烟气接

触，石灰浆液与SO2反应后生成固体反应物，除尘器78吸收烟气中的飞灰以及烟气中的物质

和石灰浆液反应生成的固体反应物；

[0032] 干燥层81吸附烟气中的水汽；HIMOP过滤层83可有效分解烟气中的污染物，使得排

放出的烟气携带的污染物更少。

[0033] 上面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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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

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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